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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过于着急了”

李铁发微博致歉上港球童
武汉晨报讯（记者马万勇）14 日晚中超第 5 轮“李铁被
罚上看台”事件有后续。15 日，李铁在自己的微博上正式
对那位上港小球童道歉，
称自己当时“过于着急了！”
事情发生在 14 日晚上海上港主场与武汉卓尔比赛的
第 94 分钟。当时主队上海上港凭借外援埃尔克森的进球
打破平局，暂时 2:1 领先。在补时时间为 5 分钟的情况下，
留给武汉卓尔再次扳平比分的时间仅有 1 分钟。
卓尔球员在中圈等待重新开球，但皮球却迟迟没有出
现。一位武汉卓尔工作人员在入场通道处捡到皮球，抛向
球场，中途被一位上港球童拾在手中，然而该球童却并未
立即把球交给等待开球的场上球员。
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迟缓”举动，造成了当时心急如
焚的卓尔主帅李铁亲自冲上去，从那位球童手中抢回皮
球。之后，比赛得以重新开始，但李铁却被当值主裁判罚
上看台。
事后，代替李铁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卓尔领队庞利
称：
“李铁在场边与球童发生了点冲突，但我肯定他并没有
碰小球员。”但在一个多小时后，一个李铁抢回皮球的视频

曝光，视频显示，拿到球后，李铁确实有一个推搡球童的动
作。
作为一名现场比赛的见证者，记者其实能理解李铁当
时的心情。原本武汉卓尔与上海上港就存在实力差距，且
卓尔多名主力缺阵，比赛中卓尔用自己强硬的斗志在不利
局面下扳平比分，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但却因
为最后一刻的疏忽惨遭绝杀。作为卓尔主帅，李铁心情绝
对是大起大落，或许他当时全部精神都专注在要快速抢回
那个皮球，给球队多留出哪怕一秒进攻的时间，而看似火
爆的推搡仅仅只是一个下意识动作。
当然，无论卓尔领队庞利是否判断有误，李铁在 15 日
下午正式在微博上作出了道歉。他在微博中坦言自己当时
情绪激动，做出了不正确的动作，并向那位上港球童致歉。
李铁说这是他 10 年执教经历以来第一次被罚上看台，
他也
表示一定会在今后的执教生涯中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另据记者事后了解，上海上港主场球童通常都是由接
受专业足球训练的小球员担任。

遇上卫冕冠军仍显经验不足

卓尔
“学费”交得不冤

《知音青春歌会》
启幕
“我们肩并肩一起走过，
拥有信念没有阻隔追逐着，
属于我们的梦……”4 月 15
日晚，伴随着热烈向上的旋
律响起，
《知音青春歌会》年
度特别呈现活动在“知音号”
上盛大启幕。来自武汉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演艺学
院）等高校的学子们激情献
唱，用创意和梦想助力武汉
军运会。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胡九思 摄影报道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老中青三代导演把脉中国电影
据新华社电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电影经历
其创作影响较深的电影。他说，这三部作品关注的都是
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电影人的创作如何与时代形成唱
普通人的命运，蕴含的深刻现实意义和情怀都让他深觉
和？中国电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昨天，第九届北京国
震撼，也坚定了他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他透露，
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主题论坛在京举行， 未来他仍将坚持拍摄现实主义题材，对现实进行“揭示、
谢飞、吕乐、宁浩、郭帆等老中青三代电影导演一齐亮
批判、提问”。
相，以回望为契机，找寻中国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
郭帆入行约十年，共拍出三部长片《李献计历险记》
原动力。
《同桌的你》
《流浪地球》。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坦言，自己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拍摄方法。直到 2014 年去好莱坞参
观学习，当他目睹中美电影工业存在的巨大差距时，就
回顾 感慨赶上了好时代
决定做跟电影工业化有关的创作。
《流浪地球》便是这一
理念的成果。但他直言，
国产片出了
《流浪地球》
《疯狂
“我改革开放之初才独立接过导筒。作为第四代导
的外星人》，不等于科幻片这一类型已确立。
“有可能只
演，我们小时候看到了 1949 年后前 17 年中国电影的辉
是两个个案。什么时候我们像好莱坞那样，每年都有若
煌和坎坷，目睹了十年‘文革’对文化造成的灾难和影
响，又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重新繁荣。” 干部成熟的科幻片，才能说确立。”他也表态自己会继续
从事科幻片创作。
论坛一开始，导演谢飞首先回顾了他所经历的中国电影

发展历程。
展望 呼吁市场继续改革
在谢飞看来，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经
验，需要我们经常反思和总结。
“好莱坞讲商业类型，其
实我们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非常受市场欢迎的类
站在新中国 电 影 70 年 的 节 点 上 ，几 位 嘉 宾 对 中
型片，比如家庭伦理片用家庭命运表达大时代和中国历
国电影的未来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期许。谢飞认
史文化的变化，
《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代表。新中国成
为，中国电影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市场管理方面。
立后的电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谢晋的《芙蓉镇》 “我们 13 亿人，有才华的多了，但产业不按科学规律
《天云山传奇》，
都是上亿人次观看”。
做，中国电影就很难发展。电影是商品，产业和创作
谢飞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就艺术片而言，其实
需 要 共 同 进 步 ，不 是 只 出 现 好 导 演 就 能 成 为 电 影 强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做到了，
《霸王别姬》
《黄土
国的。”
地》在国际获奖，说明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已经走向世
“中国电影经过多年发展，对电影的市场化评价标
界。
“但商业片走向世界，
还有相当长的路。
”
准已经建立起来，看票房就行。但艺术、文化方面的评
价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宁浩呼吁中国电影建立成熟
独立的艺术评价体系。
“ 希望能有更具影响力、得到广
创作 《流浪地球》可能是个案
泛社会关注的华语电影奖项出现，从行业和艺术角度
给电影明确的肯定，像奥斯卡一样。”
吕乐提到了《人·鬼·情》
《人生》
《本命年》这三部对

武汉晨报讯（记者马万勇）93 分 44 秒，胡尔克的
长距离斜传，埃尔克森单刀疾进，稳稳将皮球送入武
汉卓尔球门！
那一刻上海体育场发出一阵轰鸣声，球迷被最后
时刻突如其来的进球惊呆了。
距离终场哨响，中超新军武汉卓尔在客场 1:1 逼
平卫冕冠军上海上港，
仅仅差 1 分钟。
上海上港强不强！当然很强，
尤其是由胡尔克、
奥
斯卡、
埃尔克森组成的前场
“三叉戟”
，
在全亚洲也可以
称得上最顶级的进攻组合。然而，武汉卓尔用不屈的
斗志和强硬态度，在遭遇“客场点球”的情况下依旧顽
强地扳平了比分。整场比赛，上海上港的确占据优
势，但他们并未创造十拿九稳的绝对破门机会，反而
是武汉卓尔在上半时曾有两次得分良机，只可惜周通
和常飞亚均未把握住。
即便不能在客场击败上港，一场平局也称得上
本轮中超最大冷门。因为赛前外界预测，这场比赛
卫冕冠军上海上港至少净胜武汉卓尔 2 球以上。然
而，在比赛的第 92 分钟，李行与对方球员争抢中倒
地，武汉卓尔获得了一个后场定位球，而这个定位
球，决定了这场比赛的结局。
李行倒地后，一度抱着脚表情痛苦，但他很快克
服了疼痛。而在李行身后，后中卫姆比亚将皮球放
定，一脚开向前场，而此时姆比亚的身边除了右中卫
廖均健，
其他所有球员均冲向前场……
皮球被上港队顶出，然后一个大脚开向前场，卓
尔球员在中场猝不及防，姆比亚的干扰并未影响胡尔
克精准的观察与传球，埃尔克森高速插上时，身边竟
然没有一个防守球员，只有相对靠近的廖均健在做着
意义不大的回追。
赛后，记者则在与卓尔球员、教练交流中得出了
两点结论：一、
“骑士精神”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二、比
赛经验不足。
本赛季，中国足协提倡“净比赛时间”，而新军武
汉卓尔是这项规定最忠实的执行者。主教练李铁多
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的球员绝对没有在比
赛中故意拖延时间的情况。假如当时李行被担架抬
下场做简单治疗，那少打一人的武汉卓尔一定会选
择把更多球员留在后场，并在开球后快速形成死球，
等待李行重新进场。这种局面下，最后的 2 分钟补
时，恐怕很难让上海上港有所作为。
此外，在姆比亚罚球时，除了廖均健，卓尔其他几
名后卫球员冲向了前场，而他身后的一片广袤空间，
留给了埃尔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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